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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老人
在万源市白沙镇青龙嘴村付家河组的乡间
公路上， 人们经常看见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六旬
老人匆匆忙忙地奔走在近邻的农户家， 有时忙
于为贺家修水管， 有时忙于为李家送更换水管
的材料。 笔者散步路过付家河时总会遇到这位
热心人，慢慢地，我们便成了熟人。 这位热心人
名叫王其周，今年 64 岁。
一天，笔者去后山散步，途经一农户家，又
遇到了王其周，趁他给这户农家修水管小憩，笔
者与他摆起了龙门阵。“老王啊，我看你说话办
事有军人派头，一定当过兵吧！ ”笔者打趣地问。
“是的，1975 年我初中毕业后就去辽宁锦州当
了 3 年兵，在部队我一直当文书。 ”王其周笑呵
呵地说。
王其周接着说，1978 年 6 月， 他退伍回到
家乡，看到老家容颜依旧，啥都没改变，他心里
很着急。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下定决心要和父
老乡亲们一起努力改变家乡的面貌。 3 个月后，
王其周被选为生产队长， 当年就发生了百年不
遇的洪灾，他积极组织村民抢险救灾，投身灾后
重建，很快就恢复了农业生产。 那几年，洪灾频
发，每次抢险救灾他都冲在前面，多次被上级评
为先进工作者。
作为领头人， 王其周在践行基层工作中深
谙“要得富先修路”的道理，他带领村民们千方百计解
决资金问题，动员大家投劳投资，修好主干道后，又连
组连户，接通外面的公路，为全组家家户户带来了极大
方便。 在当队长和组长的那些年，他干出的一件件好事
实事都记在群众的心坎上，赢得了村民的好评。
付家河水污染严重， 不能饮用，2016 年卸任后，闲
不住的王其周筹资金，买设备，请工人，找机械，投资 20
余万元建起了一个提灌站， 将付家河最低处的一股山
泉引向后山 180 余米高位的蓄水池， 解决了付家河全
组村民灌溉农田和饮水的困难。 后来，王其周又加大投
入，增加蓄水量，注册了一家自来水厂，将自来水管接
通家家户户，给全组村民提供了饮水方便。 同时，他还
主动为村民维修管道，如哪家的管道破损、泄漏了，一
打电话，他就立即骑车上门服务。 王其周还与部分村民
联手，在冬季种植几轮珍稀羊肚菌，每年 12 月下种到
次年 3 月收尾，投放市场后，销路极好。
王其周说，他老伴叫贺诗彩，娘家就在青龙嘴村黄
家河坝，他们 1978 年结婚，几十年来一直都很恩爱，从
来没有说过红脸话。 他们有一儿一女，女儿出嫁，儿子
与他们住在一起，家庭和睦，儿子儿媳都很孝顺。
“我这个人就是闲不住，每天把想做的事情干好了
心里才踏实，不然晚上睡觉都欠着哩！ ”临别，王其周注
视着笔者，一脸真诚地说。
（张浩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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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无贵贱， 行业无尊卑。 她们收入微
薄，却任劳任怨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因
为有了她们，达城才变得美观洁净。无论春夏
秋冬，每天凌晨四时许，当市民们还沉浸在甜
蜜的睡梦中，67 岁的严桂菊便早早起床，简
单吃过早餐，穿上黄马甲，快步赶到自己负责
的保洁片区开始一天的清卫工作。
“请你们不要把菜叶子，包谷壳壳乱甩，
都甩到我车上来。 ”8 日上午 7 时许，在达城
北外野毛溪路口至达职医院公交站台路段，
严桂菊推着垃圾车边走边劝路边卖菜的菜农
们。 笔者见到，人行道边各种蔬菜、水果摊一
个接一个， 地上的烂菜叶、果皮、玉米壳与鸡
鸭粪便随处可见。 严桂菊吆喝一阵后见收效
甚微，便将垃圾车停在路边，提起撮箕扫帚清
扫起来。“你们起早贪黑，又苦又累，挣钱又不
多，真是好辛苦。 ”一位买菜的女士边说边帮
忙将地上的玉米壳与菜叶放进了垃圾车。
“脏苦累不怕，我们农村人习惯了，既干
上这份工作，就要认真干好。”严桂菊说，每天
凌晨四点这段路便有菜农开始摆摊， 每天多
达近百人。 城管 8 点上班清场后， 满地是垃
圾。环卫工作辛苦，雨天一身水，晴天一身汗，
但苦中也有乐，电视报上经常表扬环卫工，市
民们对环卫工人也很尊重。 严桂菊干环卫工
作已有 6 个年头，每天凌晨 4 点过开始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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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点回家吃午饭，下午 1 点接着干，6 点下班
。
严桂菊原家住渠县农村，共四姊妹，自己
排行老幺，因家境贫穷，自己没念多少书，16
岁便结婚成家，与丈夫育有两儿两女。大女儿
成家后，自己便来达城带外孙，现外孙已读研
究生。三儿中专毕业后去外地工作，后与同事
成家，但好景不长，孙子刚满 10 月，儿子媳妇
便分手。但最痛心的是儿子后来患上精神病，
至今还在三汇镇精神病医院。 12 年前，在渠
县老家务农的老伴因高血压也不幸离世。 从
此， 无人管的孙子便由自己来养育。 严桂菊
说，好在自己没病，就是有病也让老伴给带走
了。 严桂菊现与孙子住在通川北路老北站租
房，每月除有几百元农保外，环卫工作的工资
有 1250 元。 严桂菊虽年过花甲，但工作认真
负责任劳任怨，而且还见义勇为。
今年 5 月 13 日上午 9 时许，在野茅溪路
口“世纪隆”超市外，一位 40 多岁的骗子用一
张百元假钞行骗，73 岁卖菜的魏婆婆被骗走
96 元真钞，正在扫地的严桂菊发现蹊跷准备
上前过问时，骗子转眼不见踪影，严桂菊马上
大喊抓骗子，并与几位市民及时报警，赢得了
不少市民对她的夸赞。“环卫工作我一定会干
好，遇到坏人坏事我也不会袖手旁观。 ”严桂
菊笑着对记者说。 （本报特约记者 赵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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